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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生命至上 同舟共济

武汉“解封”一年来的启示

生命至上的大爱奉献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 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
事，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位， 第一时间实施集中统一领
导， 明确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
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总目标。

2020 年的大年三十，本是阖
家团圆之时，新冠肺炎患者数量
激增，战疫到了关键时刻。

白衣为甲，逆行出征。 全国
数百万名医务人员舍生忘死，奋
战在抗疫一线，给病毒肆虐的漫
漫黑夜带来了光明。

武汉“封城”的紧要关头，北
京协和医院党委发出致全体党
员的公开信，18 个小时内 3306
名医务人员志愿报名参加抗疫。
与此同时，中日友好医院、北大
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向医务人
员发出奔赴武汉的号令。

从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开
始，346 支国家医疗队、4 万多名
医务人员先后赶赴前线。

他们中，既有钟南山、李兰
娟、张伯礼、王辰、陈薇等领衔的
多支院士团队， 又有北协和、南
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倾力派出
的“四大天团”，还有占全国总数
十分之一的重症专业医护人员，
以及装备精良的 22 支国家紧急
医学救援队。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必胜。

北京宣武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姜利大年初一赶到武汉。 疫
情最危险的时候，总能看到她进
出重症病房，执行高危操作的匆
匆背景。

“只有走到患者的床前，才
能得到最好的判断，给出适合的
治疗。 ”

———这不仅是姜利的坚守，
更是广大医务人员对生命的敬
畏，争分夺秒，承受着身体和心
理的极限压力，用血肉之躯筑起
阻击病毒的钢铁长城，挽救了一
个又一个垂危生命，诠释着医者
仁心。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出生
仅 30 多个小时的婴儿到 100 多
岁的老人，再到来华外国人员，每
一个生命都得到全力护佑。

用最快的时间，我国成立中
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
中央指导组，建立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 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
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成为当时
的重中之重。

全力以赴救治患者，不遗漏
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
者，坚持中西医结合，费用全部
由国家承担。

武汉和湖北是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主战场， 武汉胜则湖北
胜、湖北胜则全国胜。

举全国之力，我国实施了规
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 用 10 多
天时间先后建成火神山医院和
雷神山医院、 大规模改建 16 座
方舱医院、迅速开辟 600 多个集
中隔离点，19 个省区市对口帮扶
除武汉以外的 16 个市、州。

不仅是医疗行业，面对肆虐
的病毒， 各行各业都勇挑重担：

60 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
400 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全国 65
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值守，人民解
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公
安民警英勇当先，广大科研人员
奋力攻关……

秉持科学精神
为抗疫提供科技支撑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
在这场艰苦的战疫中， 我国秉持
科学精神， 把遵循科学规律贯穿
到决策指挥、 病患治疗、 技术攻
关、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

回顾一年多的战疫，全国共
有 4300 多位科研人员、386 个科
研团队参加科研攻关。

“现在是打仗！ 我们研究传
染病的科学家，怎么能不挺身而
出？ ”坚定的信念，映照出一位率
真学者的风骨。

时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技术
支持小组组长的赵振东，因持续
工作、 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疾病，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2020 年 9 月
17 日。

正是由于中国科学家的不
懈努力和前赴后继，为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提
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在病原学和流行病学方面，
第一时间分离鉴定出新冠病毒
毒株并向世界卫生组织共享了
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为诊断技术
的快速推进和药物疫苗开发奠
定基础；阐明了新冠病毒入侵细
胞的关键机制；持续深化病毒传
播途径研究，为防控策略的优化

提供科技支撑；定量评估了我国
防控措施的效果。

这些科研成果为药物筛选、
疫苗研发以及病毒传播机制的
研究提供了支撑。 值得一提的
是，我国还在疫情之初迅速研发
了新冠核酸诊断试剂和免疫检
测试剂，为病原检测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

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中
国科研人员揭示了患者临床特
征， 在药物和临床救治方面，实
行中西医结合，先后推出八版全
国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筛选出
“三药三方” 等临床有效的中药
西药和治疗办法，被多个国家借
鉴和使用；解析了新冠病毒及关
键蛋白质的结构，揭示了一批中
西药的作用机制。

为进一步提高收治率和治
愈率、 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我
国先后启动建立方舱医院、开展
大规模核酸检测、大数据追踪溯
源等防控方案。

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疫苗
研发至关重要。 我国科研人员同
时开展了灭活疫苗、病毒载体疫
苗、蛋白亚单位疫苗、核酸疫苗
等的研发，腺病毒载体疫苗在全
球率先开展 1 期临床试验，灭活
疫苗在全球率先开展 3 期临床
试验，并获批附条件上市。

这是一次从基础研究到应
用基础研究， 再到产业应用，从
研发单位到生产企业，再到应用
的大协作。

截至 2021 年 4 月 7 日，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 14907.1 万剂次。

为全球抗疫
贡献智慧和力量

大道不孤，遂“命运与共”。
面对肆虐的疫情，中国政府

不仅对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负责，也心系全球公共卫
生安全， 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
共克时艰，为全球抗疫贡献了智
慧和力量。

中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
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主动
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新
冠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第一时
间公布诊疗方案和防控方案，开
设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并向
所有国家开放。

中国在自身疫情防控面临
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尽己所能为
国际社会提供援助。

截至 2020 年 9 月 8 日，中国
先后向 32 个国家派出 34 支医
疗专家组，向 150 个国家和 4 个
国际组织提供 283 批抗疫援助，
向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和
出口防疫物资，有力地支持了全
球疫情防控。

截至 2021 年 3 月 8 日，我国
与 30 多个国家就科技抗疫进行
交流， 与多个国家开展联合科研
攻关，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 10 个
工作组，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肯定。

“如你们所知，在中国分享
病毒基因序列 60 天后， 第一次
疫苗试验已经开始。 这是一项令
人难以置信的成就。 ”2020 年 3
月 13 日，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在世卫组织有关新冠肺
炎的例行记者会上如是评价。

截至 2021 年 3 月 28 日，仅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
苗， 就已经在全球 50 个国家和
地区使用。

为了尽快找到新冠病毒传
染的源头， 有力阻断病毒的传
播，中国一直在积极配合世界卫
生组织的相关工作。

2021年 3月 31日，在中国—
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
研究中方专家组就联合研究报告
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上，清华大学
教授、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
表示，中方专家和外方专家都秉承
着实事求是、 公开透明的合作态
度，中国是首个和世卫组织联合开
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的国家。

“作为中方科学家，也是这
次联合专家组的成员，能够参与
这件工作， 既是我们的责任，也
非常有使命感。 ”梁万年表示。

面对这场百年来全球发生
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我国
秉承“天下一家”的理念，对全球
公共卫生事业尽责，生动诠释了
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
息。 ”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
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这就是
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14 亿
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肩并
肩、心连心，铸成了生命至上、举
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
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绘就了
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画卷！

（据《光明日报》）

� �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雷神山医院医务部护理组组长冯
毕龙（左二）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与同事查看患者医嘱情况（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 � 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志愿者廖清芝（左）与街坊在社区巡逻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 � 2021 的春天，中华大地格外美丽。 2020 年的 4 月 8 日，也正是春光明媚之时，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76 天的武汉，准时开启
离汉离鄂通道。

面对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华民族以坚韧不拔
的决心，仅用 3 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取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中，中华民族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的
重大战略成果，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